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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超控股易主 紫砂业务谋划单独上市
近日，曾经以一亿多元
拿下一批紫砂壶引发市场
关注的中超控股发布停牌
进展公告，其控股股东江苏
中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
称“中超集团”）与深圳市鑫
腾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
称“深圳鑫腾华”）签署股份
转让协议，中超集团将29%
的中超控股股权转让给后
者，后者成为中超控股新的
控股股东。
根据官网信息，中超集
团注册资本5亿元，拥有员
工逾6000人，总资产150亿
元，旗下拥有控股企业 40
余家，业务覆盖十余个产业
领域，其中拥有1家上市企
业（即中超控股）。中超控
股2010年9月登陆中小板，
此前主营电线电缆业务，后
中超利永曾释出一批紫砂壶，图为当年竞买会上的顾景舟合
2015年并购紫砂壶业务，形 欢壶（上）和子冶石瓢壶（下）
成“以电缆为主的高端装备
制造+以紫砂为主的文化金 宋清辉表示。
系中，紫砂业务如何发展值
融”的双主业运营，不过目
中超控股方面表示，协 得格外关注。
前其营收主要还是电缆业 议转让后，上市公司将借助
在中超控股的业务中，
务贡献。
深圳鑫腾华及其关联方的 紫砂业务营收体量很小，
“电缆业务没有多大增 资源，未来将改善上市公司 2016年紫砂壶贸易业务贡
长空间情况下，中超控股实 经营状况，提升其综合竞争 献的收入占比仅为0.58%，
控人选择了退出，而新入主 力，同时在适当时机为上市 而负责紫砂壶业务的宜兴
的控股股东此前在资本市 公司拓展新的实体业务，进 市中超利永紫砂陶有限公
场上寂寂无名，投资者对其 一步提高上市公司的资产 司（下称“中超利永”）2016
实力也知之甚少，在这种情 质量，增强上市公司的持续 年实现的净利润为-792.98
况下，投资者卖出中超控股 盈利能力。未来新控股股 万元，延续亏损趋势。
股票进行观望的情绪较为 东将为上市公司拓展什么
然而众所周知的是，中
浓厚，因此股价才会在复牌 实体业务目前尚无法知晓， 超集团董事长、中超控股实
首日出现下跌。”经济学家 但在中超控股现有业务体 控人杨飞酷爱紫砂，多年来

专注于紫砂壶的收藏，且在
中超控股的战略版图中，对
于紫砂业务有个宏远规划
——2015年起将累计投资
不超过 50亿元用于“利永
紫砂全产业链建设项目”，
将“新文化”产业作为公司
另一发展重点，重构中国传
统紫砂产业链，实现以紫砂
为代表的全新的“文化+互
联网+金融”的闭环生态圈。
从 2015年开始，为了
打造紫砂全产业链，中超控
股与中超利永共同出资 2
亿元成立紫砂互联网金融
服务公司，中超利永还拟与
北京文化产权交易中心等
发起成立“宜兴紫砂文化产
权交易中心”，项目拟总投
资 10亿元，建设紫砂艺术
创意产业园，目前处于工程
基建期。然而目前紫砂业
务尚在上市公司中超控股
体系中，中超集团出让上市
公司控制权完毕后，对紫砂
业务是如何安排的？
上述中超集团办公室
人员表示，紫砂壶业务目前
是上市公司业务板块，集团
不涉及管理。中超控股方
面则回复记者称，对于紫砂
业务的安排有不确定性，无
法肯定回复，可以关注公司
公告。而记者从中超利永
相关负责人处核实到的消息
是，未来中超利永肯定是要
计划单独上市的。（王俊仙）

由中国嘉德和香港梅洁楼联
合主办的“方寸之间——梅洁楼藏 梅
手卷册页”展，于11月7日至22日
在北京文化新地标——嘉德艺术 洁
中心举行。“梅洁楼藏画”被誉为亚
洲最具价值的20世纪中国水墨书 楼
画私人收藏之一，是次诚意呈现50
件极少公开亮相的水墨手卷及册
页作品。这些高规格的艺术珍品 藏
出自享负盛名的中国书画大师，包
括吴昌硕、吴湖帆、溥儒、张大千和 手
陆俨少，体现了水墨艺术近百年来
的非凡创意和多元面貌。
本次展览展出的50件作品创 卷
作于19至20世纪，是梅洁楼藏画 册
过去30多年来悉心搜罗的珍罕书
画杰作，其中手卷和册页平分秋 页
色，各占半数，于总面积达800平方
米、精心设计的空间中展示。
手卷及册页均为书画作品的 展
装裱形式，手卷为横幅长画，欣赏
时置于桌上，从右至左，边卷开边 登
看，犹如展开一次互动旅程。册页
则将多幅绘画集结，装裱成书本形 陆
式。梅洁楼藏画的“方寸之间——
梅洁楼藏手卷册页”展览旨在凸显 嘉
这些艺术形式可以近距离接触的
特质，让参观者感受惊喜、兴奋和 德
（赖嘉）
探索的乐趣。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系列传统文化展彰显十九大精神
本报讯 “文化是一个 本。在这里，亦可找到十九 的文化艺术价值、科学价值
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 大报告中所引用的古诗句 和历史价值对人类文明的
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 或典故的出处。现场展出 进步有很重要的意义。
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 明凌杜若刻朱墨套印本《诗
十九大报告还指出，
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 经四卷》，十九大报告中的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
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十 “小康”一词就出自《诗经 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
九大报告对文化如是说。 大雅》“民亦劳止，汔可小 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 康”。除此之外，四川省博 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
收藏文化也是不可或缺的， 物馆还推出了镇馆之宝《洪 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
因为其中包含了历史的传承 武南藏》，流传至今者仅此 文艺创造。”这就为艺术家
和延续，特别是对于文化遗 一部。这些优秀的传统文 的创造提出了要求，做出了
产的保护继承，意义重大。 化，为文化的繁荣兴增添了 导向。文化繁荣是我们一直
就拿十九大报告本身 历史底蕴。
以来的追求，近期上海中华
来说，其中引经据典令人惊
十九大报告专门指出， 艺术宫的“从石库门到天安
叹，而近日四川省图书馆专 要“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 门”上海美术作品展正体现
门策展“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化遗产保护传承”。国家文 这种诉求，展览展出的96幅
大精神系列展：册府千华 物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玉珠 作品，象征中国共产党走过
——四川省藏国家珍贵古 表示，文物保护和利用从理 的96年卓越历程，同时呈现
籍暨四川古籍保护十周年 论上讲是对立统一的矛盾 伴随着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
成果展”，百种珍贵的馆藏 问题。之所以是保护，因为 我国现代美术发展演变和辉
古籍现身，其中不乏全球孤 文物的不可再生性。文物 煌成果。 （记者 朱匡杰）

刘海粟《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

《洪武南藏》六零六五卷一部分

本报讯 党的十九大系列学习
读物在全国书店持续热销，引发各
地读者、党员、群众和藏友的关注
和学习热潮。
记者 11月 6日从福建省石狮
市新华书店了解到，该书店近期专
门设立了“重点图书 十九大主题
图书专柜”，满足读者阅读、购买需
求，前来此专柜阅读、购买图书的
读者络绎不绝。福建新华发行（集
团）石狮分公司图书发行科科长李
冬健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所
作报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
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
利》单行本等十九大系列学习读物，
自10月28日一摆上专柜，就受到石
狮市民、读者的热捧。这些新发行
上市的学习读物包括十九大报告
单行本、十九大文件汇编、新修订
发行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十九大报
告学习辅导百问等，加上之前已出
版发行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
学习读物，品种多样，内容丰富。
记者了解到，福州、厦门、泉州
等福建省内各地书店所销售十九
大读物数量很大。仅以石狮新华

吴湖帆1938年作《雨中花》

十
九
大
读
物
书店为例，近期该书店已向 持
市民读者销售以及接受各 续
机关企事业单位预订总数
量高达5万册。除此之外， 热
该书店还通过下基层、进军
营推广、销售等方式，深入
销
宣传十九大精神。
十九大系列读物的出
版发行在收藏界也掀起波 引
澜，藏友们纷纷购买十九大
系列读物，以充实自己的专 发
项收藏。藏友蔡先生说，十
九大报告分 13个章节，共 藏
计3万多字，这是自十五大
以来篇幅最长的党代会报 界
告，分量十足。作为一名收
藏爱好者，他在十九大报告
单行本一上市就购买了一 反
本，一来可以好好阅读、认
真领会，二来可以收藏，留 响
住珍贵的记忆。刘先生是

一位老收藏家，他收藏了自五大以
来所有版本的党章。这次十九大
新修订发行的党章一上市，他也迅
速赶到新华书店，购买了多本予以
珍藏。 （记者 尼松义 文/摄）

